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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奥体中心合作透菅合同

本《湛江奥体中′い合作近菅合同》(以 下筒称 “本合同"

由以下双方子 2021年 月 日在中国湛江市答署 :

甲方:湛江市交通投資集囲有限公司

(以下筒称 “甲方")

法定/授枚代表人 :

地址:

乙方 :

(以下筒称 “乙方")

法定/授杖代表人 :

地址 :

甲方和乙方以下合称力

“

双方",各 自単称力 “一方"。

力終湛江奥体中′む及周辺打造咸力専西地区集近功、旅

落、休困、胸物、燥/fNカ ー体的体育休困地,最具規模的高

水平体育界事中′い,高反量大型活功会晨中′む,甲 方已在片

州声枚交易所有限公司対湛江奥体中′い合作近菅逃行/AN升

招商,乙方姪法定程序合法取得湛江奥体中′き合作近菅姿格 ,

双方答I《湛江奥体中′む合作近菅合同》成立合姿公司,在

遵循平等、自尽、公平和減実信用的基拙上,依据相美法律

法規,込咸女口下合同条款,以滋共同遵守。



第一章定又わ解粋

第1条 未澤定又

除ヨト本合同男有釣定或根据本合同上下文男有要求え

外,本合同文本中以粗体字形式体現的飼活泣具有本合同附

件一 《定又》所賦予え合又。

第2条 其他特定木普及解澤

在本合同中,除♯上下文男有規定 :

(a)湛江奥体中′む:指位子片末省湛江市坂共区海末新

区海湾大橋析共北叡1的 奥体中′い,恙建筑面釈 214,172平 方

米,包括主体育場 (40000企座位 )、 体育信 (6300企座位 )、

済泳眺水信 (2200企座住)、 家合り1妹信 (晨克面釈 17500

平方米)、 宗合球炎信 (1100今座位)以及配套近劫服芥没

施。

(b)合作近菅:根据本合同及相美祢袂釣え在一定期限

内格湛江奥体中′さ的全部近菅及管理杖

"千
合姿公司行使。

(c)升始合作近菅曰:即双方交接清単答署え曰。交接

清単答署え 日晨F机力甲方格湛江奥体中′む退菅管理枚及仝

部姿声交付合資/Ak司 ,合姿公司正式近菅湛江奥体中′い,井

作力升始近菅曰。

(d)政府ネト貼方式:升始合作近菅的前 10年 ,湛江市財

政分予退菅ネト貼,其 中第 15年毎年ネト貼 1,500万元,第 68

年毎年ネト貼 1,100万元,第 9年ネト貼 900万元,第 10年ネト

貼 800万元。第 6年 (合第 6年 )以后,タロ果当年浄利瀾 (合



政府ネト貼)起ミ当年十歳1ネト貼金額的,ス1当 年実昧ネト貼金額

力十え1ネト貼金叡城去起出部分的 30%(例如第 6年実現浄不1

潤 1500万元 (合政府ネト貼),第 6年十刻ネト貼金叡 1100万

元,ス1第 6年実隊ネト貼金額力 1100(15001100)× 30肝980

万元,減少ネト貼 120万元,以此美推 )。 同時,合作近菅期

内毎年由湛江市財政分予 500万元的維修ネト貼。近菅ネト貼及

策修ネト貼在毎年 3月 31日 前由湛江市財政支付分甲方,甲

方按考核筆果支付分合姿/Ak司 。

(e)近菅管理方案:合姿/AN司 力実現本合同及相美祢決

的合作目的,在本合同及相美祢袂答署叶,乙方向甲方提交

湛江奥体中′い近菅管理方案,核近菅管理方案姪甲乙双方蓋

章碗決后,作力本合同及相美祢洸附件,対 乙方具有法律釣

束力,乙方在本合同及相美祢決履行期日,泣芦格完成返菅

管理方集下的又弁。

(o 近菅管理方条/考核依据:合姿/Ak司 在合作近菅管理

湛江奥体中′い期日,毎年 H月 15日 前向甲方提交合資公司

合作近菅湛江奥体中′む下一自然年度的具体近菅管理方案。

核方案_/.甲 乙双方蓋章碗沈后,対 乙方具有法律釣束力,作

力甲方当年対合資/Ak司 近菅成果的考核依据。

(g)力本合同え所有目的,除本合同男有明碗規定,(1)

本合同中飼悟 “不低子"、 “不高千"、 “不足ミ"、 “以

上
″
、“以下"、 “以内"和 “届満"包括本数,“低予"、

“高子"、 “せ"、 “起辻"和 “以外"不包括本数;(2)

本合同中飼悟 “え日前"、 “え日起"泣祝力包合当日,“ え

Ｍ
「
引
引
司
月
可
Ｎ



曰后"泣祝力不包合当日;(3)本合同中飼悟 “包括"泣祝

力跛随 “但不限子",元搭事実上是否眼随核等飼活或具有

相似合又的調悟,以及 (4)所有本合同専1用 条款、附件わ附

表指本合同的条款、附件わ附表,各附件、附表杓咸本合同

不可分rll的一部分,提及本合同時均合指各附件和附表。

(h)所有本合同弓1用 条款、序言和附件指本合同的条款、

序言
～

附件;各附件杓咸木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及本

合同llf均 合指各附件 :

(i)本合同各条款林題供カメ男1和 索弓|え 目的,不泣用

千解粋或目稀本合同;

G)元搭本合同有何其他規定,本合同中提及的適用法

律均包括え后対核等適用法律不叶的修茨、変更、増ネト或重

汀之文本 ;

(k)在本合同項下,政口可行使某項杖禾1的 日期力♯工作

日,ス1可在咳日期后的首今工作日行使核項杖不1;女口泣当履

行某項又外的曰期力♯工作日,ス1泣在核 日期后的首企工作

日履行咳項又券 ;

(1)在本合同中提及的曰期指公灰日,在本合同中提及

的叶目指北京叶同;

(m)在本合同中提及的政府部11指湛江市政府相美釈能

部 11。

第3条 合同詢咸

双方答資本合同,共附件包括:《湛江奥体中′む近菅管

理方案》。



第二章概況、原剰和目林

第4条 湛江奥体中′む合作退菅

4.1 采取成立合資/Ak司 合作退菅模式

甲方与乙方成立谷資公司,合姿公司注肝資本力人民市

1000万元,双方各出資 500/T元 ,各 占50%股枚。未姪甲方

同意,乙方不得緒遊其股枚。

4。 2 合資公司法人治理錯詢

(a)股末会由甲方和乙方成立,足合姿公司的最高枚カ

机柏。股末会会袂作出的決洪,泣 当姪全体股木一致同意通

ミ。

(b)合姿公司董事K(法定代表人)由 乙方推孝人逃担

任。

(c)合資/Ak司 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5名 董事俎咸,董

事会咸貝均由股末会逃挙声生。其中,2名 董事由甲方推若

的人逸担任,男 外 3名 董事由乙方推若的人逸担任。董事会

没董事Kl名 ,由 乙方推存人逸担任。董事任期届満需要推

孝新董事的,ス1推孝原ス1不交。董事利董事K任期三年,佐

股末会依照章程逃行推逃,pT以逹逃逹任。

什対以下重人事項 ,須征得甲方同意或姪董事会一致

同意通辻吋,方可作出有数的董事会決袂 :

(i)対公司章程或股末跡袂 (女口有)的任何修茨 ;



(ii)合姿公司増加或減少其注妍資本,或茨交典股枚結

胸 ;

(iii)合 姿公司在仝年預算以外向第二方借款或貸款 ,

単宅金額超辻人民市伍拾万 (500,000)元或累汁金額超道人

民市壼信万 (1,000,000)元 ;

(iv)対合姿/AN司 全部或実反性財声的資声炎畳 (包括但

不限子姿声出告、抵押和疲押等担保、授叔使用等)及公司

―t~其他姪済俎家的合井或咲合;

(v)合資公司清算或解散 ;

(vi)合姿公司派友或支付股不1:

(vii)対 合姿/AN司 董事、高象管理人員或取貝的任何貸

款或担保。

(d)合姿公司不没監事会,没監事 2名 ,均 由股末会逃

挙声生,双方各推を 1名 担任。

(C)合資公司没恙径理 1名 、百1恙姪理 2名 ,恙姪理由

董事会聘任乙方推存的人逸担任,副 恙姪理由双方各推存 1

名担任。合姿公司没財弁負責人 1名 ,財券久責人由甲方推

若的人地担任。

(o 甲方享有作力股末所享有的対合姿公司姪菅管理的

知情枚,有板取得合姿公司財芥、管理、_pr菅 、市場或共セ

方面的信息和資料,有枚向合資公司管理晨提出建袂井折取

管理晨美子相美事項的涯技。合資公司泣在毎季度或者年度

結束后向甲方提交季度、年度財券扱表、常十撤告、工作恙

箸及工作廿え1。



(D合資/AN司 股末会、董事会、監事、変菅管理晨等姐

象机胸的声生方法、取枚、袂事規ス1及具体央策管理程序等

事項由合資/AN司 章程予以具体規定。

4.3 合作近菅落曰

包括湛江奥体中′む主体育場 (40000今座位 )、 体育信

(6300企座位 )、 落泳眺水信 (2200企座位 )、 塚合う1珠倍

(展覧面秋 17500平方米 )、 宗合球炎信 (■Oo企座4ni)以

及配套近功服弁没施。

4.4 合作近菅期限

合作近菅期限力 25年 ,自双方交接清単基署え日起升

始合作近菅。合作近菅期限届満后,在符合届Hf造用法律規

定的前提下,乙方在同等条件下具有伐先枚,双方径体商一

襲姪湛江市政府同意可延K本合同期限。

第5条基本原lll

双方同意,湛江奥体中′む的合作近菅接照女口下基本原ス1

予以推避 :

(→ 合姿公司享有在合作近菅期内 (HF洪牙始退菅日た

算至合作近菅期限届満え日力止的期日)接照本合同釣定合

作返菅湛江奥体中′む的枚不1。 女口果出現湛江奥体中′さ声枚着

性或姿声え1特情形,甲 乙双方需男行商洸。

(b)帯有 “湛江奥体中′む"、 “湛江奥林匹克体育中′む"

相同或美似字祥的字号、商林 (包括四形、文字、声音等 )

和域名

"甲
方所有,但合資/Ak司 在合作近菅期日可以合法合

理合規元僕使用,合資公司有又券準持上述品牌、声誉,井



使典炎子良好的状恣。除上述知沢声杖え外,合姿/AN司 力近

菅湛江奥体中′さ在近菅中声生的知沢声枚均

"合
資公司所

有。

(c)合資公司在湛江奥体中′む合作近菅期内有枚按照

本合同釣定対湛江奥体中′む邊行近菅,井按照本合同釣定取

得湛江奥体中′き的全部近菅牧入。

(d)甲 方可力湛江奥体中′む的近菅争取政府各項相美

伐恙攻東及挙措。甲方泣祢調当地政府在法律允杵的疱国内

分予合姿公司最大程度的税麦仇恵及減免,包括但不限子水

費、屯費、燃気費 (核等費用由甲方休調政府部日分予介格

伐恵)。 甲方尽力同湛江市相美政府部11及共他有美単位休

調,力湛江奥体中′む念1造完松的姪菅不境,外伊合姿公司的

合法枚益,但不承担本釣定的逍釣責任。若本条所述相美仇

恵政策及挙措未能実現,甲 方対此不承担任何逹釣責任。

(c)合資公司利潤分配按/AN司 章程有美規定執行。

第6条 基本日林

甲方
～

乙方明硫知晩井理解其在湛江奥体中′い合作近

菅辻程中所泣負担え責任及所泣履行え又券,井承労共有能

力碗保込到下述釣定え目林:合資/AN司 保江在合作近菅期内,

湛江奥体中′む各場倍均正常対外升放,笏信没施均荻得正常

的条伊わ保界,因 此支出的管理、近菅咸本由合資公司承担。

合資公司在合作退菅期日泣接受甲方的考核監督,芦格履行

双方碗次的ミ菅管理方案及考核指林。合資/Ak司 在合作退菅

期限到期后,泣按釣定者湛江奥体中′む

"述
甲方管理使用。



第二章近菅和象ナ

第7条 近菅的内容

易信的所有管理ミ程中,合姿/Ak司 欄有女口下管理収益 ,

井按照本合同的釣定取得湛江奥体中′む近菅的全部牧人,甲

方在又要情況下支持わ祢助合姿公司升晨招商、活功、界事

以及管理等事宜。管理収益内容包括但不限子以下 :

(→ 招蘭枚 ;

(b)声 告枚和元形発声 (片 告住租賃、包用租賃、文化体     I
育界事、活功冠名枚及費助)近菅杖 ;

(c)湛江奥体中ノむ (合各場竹、商立物立、停率場等及

其附属没施)的近菅枚、出租枚、管理枚、使用枚;        t

(d)文 化体育界事、活動、晨党的升友、承亦、菅4肖 推

片、票芥鎖告等枚利 ;

(e)近菅項目的介格
～

牧奏林准tll定叔 (国家政策規定

的除外,指包括但不限子需姪法定折江程序挽定定介等情

形)。

(o 其他々退菅相美的枚不1。

第8条 退菅期

8.1 退菅方集

乙方在本合同基署前 5国 内,泣就湛江奥体中ノせ近菅管

理方案以ギ面形式向甲方提交。核近菅管理方案泣涵蓋合姿

公司合作近菅的全部期日,方案内容泣具各実昧可行性及可

量化性,具体方案釣定女口下:



力規疱合資/Ak司 合作近菅湛江奥体中ノむ,対合資/AN司 近

菅妓果邊行客規有妓的汗介。錯合甲乙双方硫定的下述湛江

奥体中ノむ近菅管理方案的要求,対 2022年度至 2026年度逃

行近菅考核,2027年及以后年度由甲方同合資公司男行商袂

近菅管理方案利考核亦法,井扱甲方同意后実行 :

(a)近菅考核内容力活功場次考核、浚各浚施筆修保

界及保障工作考核、人流量考核二部分,恙分力 100分 ,其

中活劫笏次考核占30分、没各浚施準修保界及保障工作考

核占30分、人流量考核占40分。

(b)活劫場次考核指林利澤分林准女口下 :

序

号

活動

炎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二年 第四年 第二年 分値 汗分林准

国隊

坂/

国家

象奏

事

4 4 4 4 4 20

国隊坂/国 家坂界事

力国家体育恙局各

案奏事或相泣界事。

毎少 1場オロ5分 ,オロ

完力上。

2

省/

市/

区奴

奏事

10 12 12 13 15 30

省/市 /区坂界事カ

省市区体育局 (合体

会等)各炎奏事。毎

少 1場オロ3分 ,オロ完

力上。

3

各炎

演乞

活功

4 4 4 4 4 20

各炎演乞活功力公

安部 |¬ 安全斉可演

出活功。毎少 1坊才ロ

5分 ,オロ完力上。

4
企立

活功
30 32 34 36 38 20

毎少 1場オロ1分 ,オロ

完力止。

10



5
会展

活劫
4 4 4 5 5 10

場地使用面釈 3000

平方米以上力 1場。

毎少 1場オロ2.5分 ,

枷完力上。

合

汁
52坊 56坊 56坊 62場を 66坊

‐００

分

按考核実膵得分×30%目F力 本項得分。

(c)浚各没施準修保界及保障工作 (合大、中、小修 )

的考核指林和汗分林准女口下:

ｒ
ウ
『

一斤
一　
口
▼

項 目 描述

分

値
坪分如ス1

１

■

tll定 汁

裁ll

毎年 1月 底前制定包合張

屯、弱屯、暖ill、 分引卜水、

消防、上建、伽錯胸、録化、

保浩等寺立的没各没施繊

伊保界汁裁1

5

1、 毎年 1月 底鉢須完成tll定

十歳J井技甲方,毎超叶一人オロ

0。 5分 ;

2、 毎鉄少一今寺立オロ1分 ;

3、 サ表1不完整毎項オロ1分。

2
衆化界

タ

倣好室外録化及足球場的

録化赤夕工作,碗保象化美

規整浩

10

1、 毎出現一次 12345有残投

訴井早致行政炎判的,拒 1分 ;

2、 甲方或其他上坂部日栓査

友現一次日題枷 1分 F

3、 録化成活率不泣低千 93%,

否ス1毎低子 1%拒 1分。

3
日常保

浩

倣好坊竹内外日常保浩和

消栄工作,碗保不境工生千

浄整浩

10

1、 毎出現一次 12345有放投

訴井早致行政炎罰的,拒 1分 ;

2、 甲方或其他上坂部11栓査

友現一次日趣拒 1分



4 張 屯

f・X好配屯桓、配屯箱、配EL

銭路、屯筑、照明器具、升

美、括座、防雷接地、屯梯

等張屯没施的象ナ保界エ

作

10

1、 未接汁火1或要求逃行象ナ

保界,毎友現一項オロ1分 ;

2、 甲方或共他上奴部11栓査

友現一次同題オロ1分。

5 弱 屯

倣好祝叛監控、灯光控+1、

音哺控+1、 公共片播、ゲ声

片播、国箸等弱屯没施的象

炒保界工作

10

1、 未接汁裁1或要求逃行梁タ

保界,毎友現一項枷 1分 ;

2、 甲方或共他上奴部11桂査

友現一次同趣枷 1分。

6 暖通

倣好風机、鋼波、換熟器、

水栞、散熟器、今却塔、今

水机姐、水渠、空気処理机、

凩机量管等暖通浚施的象

伊保界工作

10

1、 未接十kl或要求逃行条炒

保界,毎友現一項オロ1分 ;

2、 甲方或其他上象部日栓査

友現一次同題枷 1分。

ワ
イ 分羽卜水

倣好水果、水箱、水池、管

道、閥11等分排水没施的隼

伊保界工作

10

1、 未按廿火1或要求逃行象伊

保界,毎友現一項オロ1分 ;

2、 甲方或其他上象部11栓査

友現一次同題オロ1分。

8

'肖

,ガ

微好自劫扱警、消防噴淋、

防羽卜畑、消防水疱、気体天

火装置、消防瑛功等消防没

施的象榜保界工作

10

1、 未接十裁1或要求逃行筆伊

保界,毎友現一項オロ1分 ;

2、 甲方或其他上象部日栓査

友現一次口題オロ1分。

9 4因 結FAJ

倣好各場竹伽筆柏的防銹

防腐、防火災理、交形止淑1

及共他筆伊保界工作

10

1、 未按汁火1或 要求逃行象榜

保界,毎友現一項オロ1分 ;

2、 甲方或其他上象部11栓査

友現一次同題オロ1分。



10
土建及

其他

倣好道路、外培、橡肢地板、

天花吊頂以及各稗体育エ

乞没施的繊夕保界工作

10

1、 未按・il裁1或要求逃行象伊

保界,毎友現一項拒 1分 3

2、 甲方式其他上坂部11栓査

友現一次日題枷 1分。

１

■
１
■

亮化

美化

按甲方要求毎夭晩上

19:00-6:00升店路灯及室

外公共照明,此外,重大市

侵曰期日毎日19:00-23:00

升店各坊竹的た光照明。

(若政府男行安羽卜時同,ス1

相泣調整 )

5 未按要求升虐,毎次オロ1分。

按考核実豚得分×30がF力 本項得分。オロ分按照毎項内

容各自的恙分分値作力拒分封頂値。

(d)人流量考核

乙方対毎年活劫人流量逃行坑汁,甲 方有杖監督人流量

坑十数据的有妓性、准晩性,井按照当年坑十人流恙数÷当

年人流量考核指林×40分汁算本項得分。毎年人流量考核指

林政口下 :

第六年升

始毎年遠

増 10万人

次以上

150万140万120万100万80万
人流量

(人次 )

(e)以上 3項得分相かヌF力 考核恙分。

「
―
―
Ｉ
Ｊ
ョ
Ｊ
「

Ｇ

Ч



(f)甲 方毎年対合姿公司考核一次,考核得分作力支付

近菅ネト貼的依据,考核得分 90分及以上,仝額支付,考核

得分低子 90分 ,按得分比例逃行支付 (例 政口若考核得分カ

85分 ,ス1接照当年近菅ネト貼的 85%支付)。 乙方保江毎年考

核得分不低子 80分 (不 可抗力造咸的影噛除外)。

(g)本近菅考核林准在執行ミ程中力有不合理事項 ,

乙方有枚提出径甲方同意后双方避行修iT、 調整,井接新的

林准執行。

(h)合資公司在合作近菅湛江奥体中′さ期日,泣在毎

年 11月 15日 前向甲方ギ面提交湛江奥体中′さ下一自然年度

的具体近菅方案,甲 方泣千毎年 12月 10日 前蓋章挽汰。

8.2 交接及正式近菅

(a)合姿/AN司 成立后 lo日 内,双方泣就交接的林准及邊

度lll定 ギ面文件,井指派寺人負貴亦理交接清点事宜。

(b)双方交接的内容泣包括但不限千湛江奥体中ッむ的江

照、合同、圏妖、財外資料、物品清単、浚各没施清単等 ,

但交接辻程中甲方傷享有湛江奥体中′む的返菅管理板。双方

未能就交接林准込咸一致,以 甲方キ1定的林准力准。

(c)交接林准硫汰后二十日内双方泣完成全部交接事宜 ,

双方交接完成后泣lll作 や面交接清単井分男1カロ蓋公章。

(d)双方同意上述交接清単答署え 日ヌF祝力甲方持湛江

奥体中′い近菅管理枚及全部姿声交付合姿/Ak司 ,合資公司正

式近菅湛江奥体中′い,井作力牙始合作近菅日。若因乙方原

因不配合交接或不赤理交接手象早致未能在釣定期限完成



交接的,甲 方有板祝力乙方対交接程序及内容及正式合作近

菅湛江奥体中′む元任何昇洪。

8.3 移交林准

湛江奥体中′む移交的林准泣符合 8.2条釣定的交接林准。

移交叶湛江奥体中′む的全部場倍姿声均泣当能修正常近行

和使用,功 能完各,移交的相美文楷資料原件 (若有 )完整、

真実。

8.4 近菅移交内容

甲方泣当在交接升始后格属子湛江奥体中′さ的浚施没

各等物姿及場信資料信息一井移交分合姿公司,由 合資公司

管理及使用,井保柾其反量利数量符合使用要求。移交内容

包括但不限子以下 :

(a)湛江奥体中′む没施及在使用井且留存子項目的赤公没各

等着千物姿 ;

(b)与湛江奥体中′む相美的一t/7合 同、日妖、文件、姿反江

明、資料、数据等文桜的原件及屯肪軟件等,包括各稗

浚施没各殉采吋自帯的軟件及其他相美資料 ;

(c)湛江奥体中′き的条夕客修資料 ;

(d)所有承包商、制造商和供泣商提供的尚未期満的廣量保

修ギ、担保及保江,以及所有的保隆単、哲保単及保隆

単批単等与項目浚施有美的其他IEI保 、保IIE及 保隆免柾 ;

(e)与 湛江奥体中ソい近菅和条伊有美的所有技木及其知沢声

板。政口果甲方不欄有核等技木知沢声板,ス1泣 向合姿公

司移交共使用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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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現有人員安二

本合同答署后、正式移交前,甲方須提供湛江奥体中′む

現有的全部人員資料信息 (包括但不限子俎鉄架胸及分工、

人員履所、薪資待追、芳功/芳券合同等),合資公司格根据

全部安三原則及市場化関位匹配原ス1,tll定 人員配畳方案 ,

現有的全部人員均由合資/AN司 重新答I芳功合同,甲方需希

助合姿公司対現有湛江奥体中′い工作人員逃行科学、合理的

関位安置。

8.6 已答署合同炎理

甲方需洛湛江奥体中′む已答署的合同完整移交分合資

/Ak司 。升始近菅曰え后,対原甲方及其子/AN司 湛江交投奥体

中′せ近菅管理有限公司在近菅湛江奥体中′い期日答署的尚

未履行完半的合同,由 甲方か合資公司共同碗汰,井告知合

同相対方,明碗継銭履行わ承担又券的主体。合資/AN司 同意

外数履行,井実昧承担原合同中甲方又券。合同不再履行 (包

括但不限子冬上、解除、履行完半等)的 ,由合資公司自行

決定后銭炎理方式。

升始退菅 曰え后,合資/Ak司 因近菅管理湛江奥体中′む

(包括交付 口え后尚未履行完半的合同因合資/Ak司 盤数履

行面声生)々第二方声生的債杖債券均由合資/AX司 自行承担

井炎理。

8.7 浚各浚施的集や、筆修及堆修ネト貼

(a)升始合作退菅 日え后,合資公司在合作近菅管理期

日,久責対湛江奥体中′む没各没施及相美物品逃行日常客ナ



及筆修 (合大、中、小修),保障没各没施及相美物品的完

好性わ原有性能的実用性。特男1是湛江奥体中′む渉及的消防

排畑系坑、高低圧屯力系統、空瀾系坑、照明系坑、給羽卜水

系坑、監控系坑等核′む浚各系坑的没各完好性及功能完好性。

(b)合資/AN司 泣定期羽卜査栓修,及吋友現同題,女口因合

資/Ak司 原因 (包括但不限子未能接吋祥査栓修、友現故障后

未能及叶象修或上根、象修操作錯浜等)早攻没各没施損杯

的,ス1由 此造成的一切更換及繊修費用均由合姿/Ak司 自行承

担。

(c)没各浚施的準修,合姿公司毎年編制準修it裁1,条

修奏用在合作近菅期 25年 内毎年由湛江市財政分予 500万

元的準修ネト貼解決,在毎年3月 31日 前由湛江市財政支付

分甲方,甲 方接考核結果支付分合姿公司。

8.8 政府近菅ネト貼

力培育市場,自 升始合作近菅的前 10年 ,湛江市財政

分予退菅ネト貼,其中第 15年毎年ネト貼 1,500万 元,第 68

年毎年ネト貼 1,100万元,第 9年ネト貼 900万元,第 10年ネト

貼 800万元。第 6年 (合第 6年 )以后,女口果当年浄不1潤 (合

IFA府ネト貼)超ミ当年十え1ネト貼金額的,ス1当 年実昧ネト貼金額

力汁え1ネト貼金額城去超出部分的 30%(例如第 6年実現浄不1

潤 1500万元 (合政府ネト貼),第 6年十刻ネト貼金額 1100万

元,ス1第 6年実昧ネト貼金額力 1100(15001100)× 30%=980

万元,減少ネト貼 120万元,以此炎推 )。 近菅ネト貼在毎年 3

月 31日 前由湛江市財政支付分甲方,甲 方按考核結果支付



分合姿/Ak司 。

8.9特男1釣定

本合同釣定的政府近菅ネト貼和鍵修ネト貼方案已荻得湛

江市相美部 11的 常批通辻。玄口在合作近菅期内,政府財政ネト

貼未接叶足額至1敗或者因共他原因減少ネト貼的,泣 由甲方久

責向合姿公司先塾付近菅和条修ネト貼或支付ネト貼的差額,合

資公司保江湛江奥体中′さ的正常近菅。

第9条 升象改造投資

自升始合作近菅曰起一年内,乙方負責単方投入資金人

民市式4f万元整 (2000万元)対湛江奥体中′な部分浚施没各

(室外 LED大屏、智慧体育浚施等)逃行政造。咳 2000万

元投資足乙方荻得本次合作近菅的先央条件,不属乙方対合

姿公司的増姿,乙 方投入資金后,甲 乙双方彿然保持各占50%

的股杖叱4rll不 交。

乙方泣子合作込菅日起 60国 内格 2000万元緒入甲乙双

方共同監管的共管敗声,升象茨造十歳1及資金的使用均需姪

甲方批准后方可実施。女口乙方逍期末足叡杵升坂茨造投資款

緒入甲乙双方共同上管的共管敗声,毎途期一日,泣 向甲方

支付欠付金額万分之五的逹釣金,逍期超ミ 60日 的,甲 方

有枚解除合同,解散合姿公司,且 乙方泣向甲方支付人民市

仁信万元整 (500万元)的逹釣金。逍釣金不足以弥ネト甲方

因此造咸的板失的,乙方併需ネト足。

第10条 双方在退菅期的板fll和 又弁

10.1甲 方的杖lll～又弁



(→ 在合作近菅期内,甲 方泣承担房声税和土地使用税 ;

甲方泣協調当地政府在法律允杵的疱国内争取分予合資/Ak

司最大程度的税費伐恵及戒免,包括但不限子水費、屯費、

燃気費。甲方尽力々湛江市相美政府部11及典他有美単位協

調,力湛江奥体中′む含1造完松的姪菅不境,象ナ合姿/AN司 的

合法収益,着本条所述相美伐恵政策及挙措未能実現,甲 方

対此不承担任何ミ釣責任。

(b)協助支持合資公司,合作近菅期内争取承接重要的

文化体育炎界事或活幼;対合資/AN司 的正常近菅管理泣予以

外要的祢助,包括但不限子江照亦理,活功常批等。

(c)体助合姿/Ak司 対湛江奥体中′む逃行国内和国棒推片。

(d)秋板協調周迪交ill没施的保障。

(e)対子合作退菅期内過妻1突友事件分予又要的泣急体

助和相美的資源凋配。

(o 若湛江奥体中′む在合姿公司近菅期同,渉及到需要

取得政府対相泣養事及活動的寺項ネト貼及奏用,ス1甲 方力合

資公司提供又要的祢助。界事及活劫的寺項ネト貼及費用均不

能沖抵湛江市財政抜付的近菅
～

準修ネト貼。

(g)甲 方秋板祢助合資公司申情国家、省対子場竹的各

項相美的ネト貼或其他的仇恵,各項相美的ネト貼或其他仇恵均

不能沖抵湛江市財政抜付的退菅わ筆修ネト貼。

10.2乙方的杖利力又弁

(→ 乙方在合作近菅期内泣争取承接重要的文化体育炎

表事或活功,泣尽力争取承接国昧/国 内/省 /市坂近功会、

「
Ｊ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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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事、活劫,井在市場化近作基拙上,提供寺立奏事期服券。

(b)合作近菅期内湛江奥体中ノむ所声生的各項牧益

"
合姿公司(包括但不限子片告位租賃、包用租賃、商鋪租賃、

助竹冠名、助倍合作侠伴、文化体育奏事、活劫冠名杖及費

助、票券鎖告等ll■益部分 )。

(c)乙 方泣保江湛江奥体中ノむ在合作近菅期限内正常近

菅,共中公共体育浚施在保江坊竹市場化近菅的基袖上,庄

保江毎年不少千 330夭対外升族,井需按以下釣定提供相皮

夭数的市民免費升放日,但 由千超出正常預期値台凩、暴雨

等特殊反常気候及不可抗力的共他因未除外。

免費升放林准

免費日期 免費吋段 免費人群

国仄市 (10月 1日 -3日 )

98 00至116:00 仝 民

春市 (除夕、初一、初二 )

清明市

五一芳劫市

端午市

中秋市

仝民健身 日 (8月 8日 ) 仝夭 仝 民

根据政府及相美取能部 1可 需

要承亦的各炎/AN益活劫

(不 高子 30天 )

仝大 仝 民

(d)合資公司泣在合作近菅期限内,保江湛江奥体中ノむ

的各項建筑物、杓筑物及其附属浚施的各項保隆 (包括但不



限千財声一切隆、公淡責任隆等)持象投保,井在投保単上

注明湛江市交通投資集四有限公司力共同被保隆人。

(e)乙 方対本合同釣定的合資公司又外的履行対甲方承

担逹帯責任。

第11条 知沢声収

"属
わ準タ

包括 “湛江奥体中′む″ 、“湛江奥ホ匹克体育中′む"相

同或炎似字祥的字号、商林 (包括国形、文字、声音等)和

域名

"甲
方所有,但合資公司可以在合作近菅期同合法合理

合規元僕使用;除上述知沢声枚之外,合姿公司力近菅湛江     |

奥体中′む在近菅中声生的知沢声枚均lJJ合炎公司所有。

第四章返迩

第12条 返迩前的辻渡期及安劇ト

12.1ミ渡期

辻渡期系指合作近菅期届満え日前六今月至退菅期届

満え日的期日,主要是解決合作近菅期届満后湛江奥体中′さ

返迩的相美事宜。

12.2返述前的安‖ト

甲方和乙方泣在合作近菅期届満之日前的六今月内共

同キ1定 《返述林准和安排》,包括湛江奥体中′む返迩的洋如

程序的実施和須邊行栓査、収1拭的湛江奥体中′む資声的清単。

12.3返述的内容

乙方及合資/Ak司 泣在近菅期満之日え十日内或因其他

．
い
と
ヽ
コ



原因冬止合作近菅え曰起一今月内元僕向甲方移交々湛江

奥体中′む相美的下述事項 (包括4EI不 限千):

(a)湛江奥体中ノせ主体結胸及没各没施的良好、完整現

状,包括但不限子湛江奥体中フむ原有的及乙方投入改造的仝

部場地没各没施等 ;

(b)湛江奥体中′さ的込菅枚及控lll枚 ,包括但不限千管

理困陳人員的更換、湛江奥体中′き相美的人員信忠、財芥文

件及信息、相美密褐、朝匙、物資等功声及不功声等;

(c)与湛江奥体中′さ相美的行政常批文件原件、江照、

印章 ;

(d)与湛江奥体中心相美的合同、圏妖、文件、近明、

資料、数据、損表、財券全部敗本、敗妍等文桜的原件 ;

(e)甲方和乙方制定的 《近迩林准和安劇卜》中pll明 的其

乞実物和資料。

12.4返迩的費用

甲方、乙方泣各自承担因返述面声生的費用。

12.5逍期返迩的責任

女口乙方或実昧受乙方控lll的合姿公司逍期末返迩上述

泣返述的内容的,毎途期一日,乙 方泣向甲方支付逹釣金人

民市仁万元整。

第二章不可抗カ

第13条 不可抗カ



13.1不可抗力事件

本合同所指的 “不可抗力事件"是指本合同生妓日期

え后出現的,使得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部分履行本合同的所

有事件,面且核事件足本合同双方不能預兄、不能逹免井不

能克服的客現情況或晨F使可以預几但不能避免井不能克服

的情況,包括 :

(a)地震、地面況降、地面上升、洪済、千早、水文、

火文、山崩、人山噴友、隕石或天体撞書或其他大文 ;

(b)暴ス雪、暴凩雨、台ス、尤巻凩、雷屯或典他文字     l
性天気 ;

(c)流行病、仇荒或痘疫;                  ´

(d)恐怖活劫或恐怖事件;                  "
(e)哉争、故対状恣 (不透宣哉与否 );

(f)侵 略、外国政写的行功、叛舌し、暴功、暴舌し、武装

沖突或牢事行功、内哉、緊急状恣 ;

(g)全 国性、地区性或行立性芸工 ;

(h)化 学、屯高幅射、核原料、核疲料或有害放射性爆

炸造咸的輻射汚染 ;

(1)其他符合不可抗力的事件。

以上不可抗力決定林准按国家相美規定執行。

13.2不可抗力事件弓1起 的中止履行

ff/1・r一 方由子出現不可抗力事件使核方不能全部或部

分履行其本合同項下的又芥叶,核方泣有枚中止履行本合同

項下的又芥。対子因力任何不可抗力事件的友生或存在而造



咸的任何損失、損害、成本、花費和索賠,任何一方均元須

以任何方式向其他方承担責任。

13.3不可抗力的通III

声称受多1不可抗力事件影噛的一方泣在知iIE不 可抗カ

事件え后及吋井不退子 15日 内ギ面通知共他方井洋如描述

不可抗力事件的友生情況わ可能早致的后果,包括核不可抗

力事件友生的日期和萩十停止的llt日 ,以及対咳方履行在本

合同項下又券的影哨,井在其他方合理要求tll提供江明。

13.4費用和Ht同 表的修茨

(→ 友生不可抗力事件叶,双方泣根据本合同規定各自

承担不可抗力事件対其造成的板失。

(b)政口果声称道受不可抗力事件影噛的一方已履行了

第 13.3条的通知程序,ス1本合同中規定的履行某項又芥的

任何期限,姪受到影噛的一方済求,可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対

履行咳項又券声生影哺的相同llf同 相泣版延。

13.5減少損失的責任わ協商

(→ 受rll不可抗力事件影噛的一方泣尽合理的努力減

少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噛,包括根据核等措施可能声生的結果

支付合理的金額。及方泣祢商制定井実施ネト救汁え1及合理的

春代措施以消除不可抗力事件帯来的影噛,井決定力尽量減

少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噛分毎一方帯来的損失泣采取的合理

的手段。

(b)声 称受至1不 可抗力事件不禾1影 噛的一方在不可抗

力事件消除え后泣尽快悛隻履行本合同項下的又芥。



13.6不可抗力事件造咸的終止

政口果不可抗力事件分湛江奥体中′む造咸実灰性損害,使

本合同的履行受到実反性不不1影噛,井且,核項損害元法通

辻保隆得到賠僕或者保隆賠款額低子修隻損害恙支出的 70%,

ス1双方泣努力就女口何修夏湛江奥体中′む継象履行本合目的

条件込咸一致。女口双方就女口何修夏湛江奥体中′む及墾須履行

本合同送咸一致,ス1双方泣遵守送咸一攻的炎理亦法。除上

述情況外,政口果任何不可抗力事件阻止一方履行其又券的吋

同自核不可抗力事件友生日起蛇象超ミ 90日 ,双方泣称商     :
決定墾象履行本合目的条件或者同意冬上本合同。政口果自不     1
可抗力事件友生后 180日 え内双方不能就継紋履行的条件或     リ

提前終止本合同込咸一攻意見,任何一方有枚向其他方友出     ・

終止通知,終止本合同。

第六章逹釣責任和終止

第14条 ミ釣責任

14.1逹釣事件

除本合同男有釣定外,若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現力下情況 ,

祝力咳方辻釣 :

(a)一方不履行、不完全或者借浜履行本合同項下又芥

(包括但不限子其声明、保IIE和承労的又券);

(b)一方在本合同中向其他方作出的声明与保江被江明

力虚仮、不真実、有重大遺漏或有滉早 ;



(c)逹反本合同的其セ釣定面胸成立釣的其他情形。

(d)乙 方逹象丙年近菅考核得分低子80分 (不合80分 )。

(e)若 出現甲方未能向合資/AN司 先塾付近菅和鍵修ネト貼

以及ネト貼差額的情況下,泣祝力甲方逍釣。

14.2逹釣責任

除本合同男有釣定外,若一方辻釣,守釣方有杖采取玄ロ

下一紳或多群救済措施以筆伊典杖不1:

(a)哲 llf停 止履行又芥,待逹釣方逹釣情勢消除后牧隻

履行。守釣方根据此款規定哲停履行文券不胸咸守釣方不履

行或退延履行又券 ;

(b)要 求逹釣方限期改正;

(c)要 求迪釣方賠僕守釣方因本合同友生的所有咸本及

費用井賠僕守釣方的所有損失 (包括律りT費 、/AN江 費、訴松

費用等);

(d)接 照適用法律和本合同規定的可解除本合同的情

形,守釣方可単方面友出ギ面通知要求解除本合同,本合同

子解際通知ギ友出え日起冬止。

(e)除本合同男有釣定外,若 乙方未能接照本合同釣定

履行近菅湛江奥体中′む的又芥,或未能接照本合同釣定履行

自身其他釣定又外的,ス1甲 方有枚冬上乙方的合作近菅杖限,

同時要求乙方向甲方承担逹釣責仔,井賠僕由此分甲方造咸

的一切板失。

(f)若 出現甲方未能向合姿公司先塾付近菅和鍵修ネト貼

以及ネト貼差額的情況下,庄祝力甲方迪釣,甲方泣当承担逹



釣責任,井賠僕由此分乙方造成的一切損失。

14.3免責

女口果一方江明其未履行又芥是由千不可抗力事件造咸

的元法履行的情形的,ス1不胸咸咳方逹釣。

第15条 冬止

15.1提前冬止的情形

除本合同男有釣定外,本合同存在下述情形下的提前冬上 :

(a)双方祢商一攻冬上 ;

(b)乙方逹反本合同規定,甲 方根据本合同利/或法律規定     、

解除本合同;                           :
(c)甲 方逹反本合同規定,乙方根据本合同和/或法律規定     さ

解除本合同;                           /
(d)根据本合同第 13.6条規定,因不可抗力事件造咸的本

合同冬止 ;

(e)因 其他事項早致本合同目的元法実現面造咸的本合同

冬止 ;

第七章こ用法律和争袂解決

第16条 適用法律

本合目的汀立、残力、解澤、履行和争袂的解決近用正

式頒布旦現行有妓的中国法律和法規。

第17条 争袂解決

17.1体商



因本合同弓1起 的或与本合同有美的任何争袂,及方泣首

先努力通辻友好祢首解決。本合同一方格存在的争袂以ギ面

方式通知其他方后,双方泣在保密和不損害双方原有杖不1文

外的基拙上立HF就咳等争袂升始友好体商。除ヨト本合同男有

明碗釣定,女口果在友出争洪通知后 30企工作日内或及方届

吋ギ面同意的更K期 日内元法以此紳方式解決該争決,ス1泣

根据以下第 17.2条規定炎理核争袂。

17.2浜松

如任何争洪在友出争袂ミ知后 30企工作日或双方届叶

ギ面同意的更K期 日内併未能通辻友好祢商得以解決,或任

何一方在上述友好祢商萩定升始え日后的 30企工作日或及

方届時ギ面同意的更K期 国内拒絶邊行友好祢商或持象花

延逃行友好祢商,ス1,在近用法律允斉的疱国内,本合同任

何一方可以格争袂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訴松解決。

17.3争袂解決期目的履行

除♯本合同男有規定,在就争袂、分ll■或索賠提起訴淡

以后,宜至法院作出最終裁芽1え前,争洪及方泣墾数履行其

在本合同項下的又外井継紋享有其在本合同項下的杖利 (与

争洪事項有美的又芥利枚不1除外 )。

第八章共他釣定

第18条 保密

任何一方或其雇貝、承包商、販同或代理人 (以下筒称



“接吹方")自 其他方 (以 下筒称 “波露方")荻得的所有

資料和文件 (不搭足財券、技木或其他方面),政口果尚未/Ak布

或/AN升 ヌF泣保密,未径披露方事先ギ面同意,在本合同履行

期日以及本合同冬止え日た 5年期日不得向任何第二方透露

或公升,但足以下情況除外 :

(a)井♯因接牧方逹反本合同項下又券面咸力/Ak升可

荻得的信息;

(b)接 ll■方以不逹反保密又外的方式よ第二方已姪取得

的信息;

(c)接 llA方独立升友的信息;

(d)接 照適用法律法規或有杖政府部 11、 法院、仲栽庭

或被汰可的証券交易所要求或力常十或財券根表中的披露

目的面逃行抜露的信息。

本条規定在本合同冬止后働然有娩。

第19条 合作、預先誉告叉弁

双方泣相互合作以込多1本合同的目的,井泣善意地行使

わ履行各自在本合同項下的枚不1わ叉券。在不限tll前述恙体

規定的前提下,及方同意:

(a)除木合同男有釣定外,当 一方要求取得其他方的

同意叶,被要求方泣在 10日 或其セ合理所需的吋同内分予

同意或批准,面不可以元理拒免或退延分予核等同意或批准 ;

(b)如果任何一方荻悉的任何事件或情形属子:

(i)姪核方合理預サ格対任何一方履行共本合同項下的

又券的能力造成重大不不1影噛的事件或情形;及



(ii)合理萩十共他方不可能荻悉核事件或情形 ;

核方泣尽快洛核事件或情形通知其他方。

第20条 通知

20。 1通知摯咲系方式

根据本合同友出的任何通知泣当釆用ギ面形式,可 以通

辻寺人送速或信函郎寄或特真友送ユ1本合同双方的以下地

址/号褐或者核方将来以ギ面形式通知其他方的某今其他地

址/号■ :

20.2送 IIt

任何此炎通知泣当友往以上写明地址的及方,井且外須

包合充分的索弓1和 /或特定信息,今其々本合同主要事項一

致,容易沢男|。 政口呆邁道寺人送速,遼炎通知在接 ll■ 叶房F/i7

祝力已姪送込;女口果in_ミ借真友送,速炎通知在友出之日員F

泣祝力 EL径送速;如果通ミ信函由F寄方式友送,速炎通知在

友出之日后 5企工作日即泣祝力已姪送送。

20。 3通汎地址信息的適用

30

湛江市********

地址:[*]

tl■件人:[*]

特真号■:[*]

**********

地址:[*]

牧件人:[*]

特真号■:[*]



双方当事人子 20。 1条挽定的通汎地址可用千双方履行

合同辻程中各炎通知、祢袂以及就合同友生多1分吋相美文件

わ法律文書的送速,同 時包括在争袂逃入民事訴i/Ak程 序后的

一常、二常、再常和執行程序。咳モITt地址是人民法院向送

速司法文ギ及其他ギ面文件的有奴地址。女口本合同任何一方

的通猟地址友生変化,泣在ill汎地址変更后 3日 内illミギ面

方式通知対方,未在上述期限内通知的,其他方接本合同所

載資料向咳方友送所有通知或文書,祝同送速。

第21条 不井杖

任何一方均不被祝力放井木合同中的任何条款,除ヨト核

方以ギ面形式作出放弁。任何一方未堅持要求対方芦格履行

本合同中的任何条款,或未行使其本合同中規定的任何枚fll,

均不庄被祝力対任何上述条款的放奔或対今后行使任何上

述杖利的放奔。

第22条 可分割性

如果本合同任何条款不合法、元妓或不能執行,或者被

任何有管格叔的法院宣布力不合法、元妓或不能執行,則

(a)其他条款併然有妓わ可執行:井且

(b)及方泣商定対不合法、元妓或不能執行的条款邊行

修茨或更換,使え合法、有娩井可執行,井且遼些修茨或更

茨泣尽可能平衡双方え目的オ1益 。

第23条 本合目的一致性

本合同相美附件条款的解稀泣々本合同保持一或。政口果

木合同相美附件与本合同出現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ス1泣 以

―

―

´



本合同力准。

第24条 ネト充和修攻

本合同未尽事宣,由双方男行祢商答tTネト充祢袂。本合

同仕何修茨、ネト充或変更泣当釆用ギ面形式,井在双方法定

代表人 (或授枚代表)答署井カロ蓋公章え日起生残。

第25条 生及

本合同自本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 (或授枚代表 )

答署井か蓋単位公章え日起生残。

第26条 文本

本合同中文正本一式捌分,甲方、乙方各持津分,毎分

具有相同残力。本合同附件々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数力。

(以下元正文 )



(本更元正文,力 《湛江奥体中′き合作近菅合同》的答字更)

甲方:(蓋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叔代表人 (答 字):

日期 :

乙方:(蓋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杖代表人 (答字):

曰期 :


